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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水县法院面貌变化大
8 月 1 日，王红亚到商水县法院任院长， 《商水县法院定岗方案》，主要力量充实到办
至 9 月 1 日，在这短短的一月时间里，该院下
案一线，坚持“合理分配，引进竞争，提高效
发了一系列规章制度，法院面貌发生了很大
率，全员参与，正职不动，双向选择”的原则，
变化：
保证各审判庭室三名法官一名书记员。基层
领导闲了，干警忙了。根据三级法院的
法庭人员撤回，保留基层法庭编制，在院内办
相关规定，该院研究制订了《商水县法院关于
公，和院内庭室一样，后勤全额保障；各执行
建立裁判文书签署机制的意见》，实行“谁审
庭撤销，成立八个执行组和执行指挥中心，执
理谁签署”、
“ 谁签署谁负责”，确保审判权运
行组设组长，实行组长负责制。这样，审判力
行过程中权责明晰、权责统一，实现“让审理
量和执行力量都得到了根本加强。在此之前，
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的新的裁判文书签署
各基层法庭办案人员严重不足，组不成合议
机制。以前院领导在审核裁判文书时好比语
庭，
财物也无法保障；
院内庭室也是有的人多，
文老师改作文，既要修改语句用词和法律适
有的人少，
有的缺书记员。这样的结果是忙的
用条文，又要校对错别字和标点符号，费时费
人忙得没完没了，闲的人找不着事干。现在，
力，影响了裁判文书的签署和下发，也直接影
调整了之后，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各得其所，
响了案件进度和结案效率。这一新的裁判文
以前的忙人闲下来了，
闲人忙起来了。
书签署机制实行以后，院领导从繁琐的裁判
结案率没了，结案量升了。商水法院下
文书审核中解脱了出来，比以前清闲了，有了
发了《办案标兵评选奖励暂行办法》，主要考
更多的精力和时间去抓好主要工作。裁判文
核工作量和审判质量，兼顾审判效率。这样，
书签署下发快了，案件结转也快了，干警的办
防止了以前只注重结案率存在的弊端。以前
案效率提高了，办案数量提升了，干警们也就
只考核结案率，一些办案人员集中月底结案，
比以前忙了。
造成平时不分案或少分案现象，同时也造成
忙人闲了，闲人忙了。该院对各庭室部
办的案件多分的案件也多，结果办案率上不
门人员重新进行了定岗定责，下发了《商水县
去，以致于办案多的人并不一定能评上标
法院内设机构职责》、
《双向选择实施方案》和
兵。现在，新的奖评办法出台之后，弊端克服

了，投机取巧的现象也没有了，调动了大家的
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办案效率，也提高了办案
数量。
办案经费收回了，保障力量加强了。该
院重新制订了《经费管理使用办法》，严格经
费管理制度，充实保障办案一线。各庭室部
门所有的办公开支，实报实销，办公车辆由院
里统一安排，下乡、出差、培训、学习、接待等，
按照规定，
院里全额保障。
严格案件转换程序，
办案期限缩短了。民
事案件在立案时，大量采用简易程序，当主审
法官认为案件有必要转为普通程序时，
由主管
院长严格把关，民事案件一般不上审委会；刑
事案件尽量少上审委会。这样，
缩短了办案期
限，
提高了办案效率，
加快了办案进度。
职工食堂马上开伙了，干警无后顾之忧
了。实行立案制度以后，
法院案件数量迅速增
加，
案多人少，
干警任务繁重，
经常下乡、
加班，
家在周口的来回跑，家在商水的送学生，早饭
午饭没有保障，
影响了干警的工作效率。院党
组为解决干警的这些实际问题，
决定开设职工
食堂，保障干警早饭、午饭、下乡回来、加班等
有饭吃。这样，调动了干警的积极性，解除了
干警的后顾之忧。
(通讯员 朱法勇）

为丰富干警的精神文化
生活，缓解干警的办案办公压
力，2016 年 9 月 1 日晚，扶沟法
院在县人民会堂隆重举行“欢
乐中原 文明扶沟”专场晚会，
该院法官激情高唱《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
《我们走在
大路上》，仿佛把干警带到了
那个烽火连天的战争年代，让
干警受到红色教育，坚定了人
民法官跟党走，为实现中国梦
而努力奋斗的理想和信念。
通讯员 邹鹏举 摄影报道

周口市川汇区法院
公开曝光治老赖
本报讯（通讯员 马殿力 马庆
伟）为坚决打好“基本解决执行难”
攻坚战，持续推进打击拒执犯罪“雷
霆行动”，周口市川汇区法院在周口
电视台四套黄金时间公开曝光失信
被 执 行 人 100 余 名 ，以 此 威 慑“ 老
赖”自觉履行义务，及时维护申请执
行人的合法权益。
该院将“老赖”信息通过电视画
面予以播出，并在每周五、周六、周
日白天和晚上的黄金时段播出，在
其他时间重播，并设立了 24 小时举
报电话，接受公众提供被执行人的
财产线索。
通过电视台将“老赖”信息公之
于众，让其接受社会监督，旨在从法
律上、道德上威慑督促未履行法院
判决的被执行人尽快自觉履行法律
义务，营造诚信守法的社会氛围，切
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今后该
院还将陆续分批发布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借助社会舆论压力，敦促被执
行人自觉履行。

本报讯（通讯员 杜鑫 窦殊君）
近日，沈丘县法院班子成员和全体
干警在七楼会议室，聆听“两学一
做”学习教育周口市委宣讲团“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专题报告会暨“千所
基层党校 千场理论宣讲”法院专场
报告会。该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
鹿国奉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由周口市优秀教师、省
骨干教师、县第二高级中学政治教
研组组长王明亮主讲。王明亮用深
入浅出的语言、广征博引的案例深
入阐述了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
的重大意义，深入学习党规党章和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
内容和方法，为广大干警深入、完
整、系统地领会“两学一做”精神内
涵，如何更好地开展学习教育进行
了全面系统的讲解。报告会上，全
体参会人员在沈丘县法院政治处主
任 王 刚 的 领 誓 下 ，重 温 了 入 党 誓
词。整个报告会王明亮娓娓道来，
观点深刻、内容丰富，会场不时响起
热烈的掌声。
本次报告会既是该院积极响应
市委、县委要求组织“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的重要举措，也是该院为深
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采取的
一个重要途径。会后干警们纷纷表
示，通过王老师的讲解，使自己更准
确的把握了“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提
出的新思想、新观点和新要求，进一
步增强了在实际工作中锤炼自己的
决心和信心，将在今后的工作和学
习中，不断提升自身党性修养，做合
格党员，做合格法官，为构建文明和
谐新沈丘做出更大的贡献。

西华县法院执行局
决不让“老赖”有好日子过

9 月 8 日，西华县法院党组成员、政治处
主任赵金山带领“精准扶贫”联络点法官们
先后到皮营乡前侯村、清河驿乡刘集行政村
及东王营乡王化本村等“留守儿童”学校慰

问教师，在“教师节”前夕向辛勤工作的老师
们送去慰问品及节日祝福，并召开座谈会，
共同研讨建立关爱保护“留守儿童”长效机
制。
通讯员 蔡雨涛 摄影报道

商水县法院：
多措并举开展扶贫攻坚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胡士中 朱法勇）为积极
贯彻落实中央扶贫工作精神和县委、县政府
扶贫工作部署，商水县法院党组认真研究扶
贫帮困工作措施，切实把扶贫工作落到实
处。根据县委、县政府的安排，该院的扶贫点
是商水县城关乡郝庄行政村。针对城关乡郝
庄行政村存在的问题，该院党组一班人进行
了研究，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脱贫致富措施。
想法解决精准扶贫资金问题。多形式、
多
渠道筹措扶贫资金，
依法推进扶贫政策落实和
扶贫项目实施，
加强扶贫资金使用和监管。
摸清找准扶贫对象。该院党组通过派出
驻村干部，对扶贫行政村基本情况进行全面
摸查，深入走访农户，特别是贫困户，并与村
干部及乡党委政府包村工作人员交换意见，
摸清找准扶贫对象，制订出切实可行的扶贫

沈丘县法院
聆听宣讲领悟精髓
深入推进两学一做

对象及扶贫方案。
围绕精准扶贫做文章。按照上级扶贫部
门提出的“六个精准”要求，有规划、出实招、
见实效。努力协调其他帮扶部门，形成合力，
为民办实事、办好事，为民解困分忧。
逐次脱贫。针对不同贫困户的情况，先
易后难，分批分户逐次脱贫。确定每年度脱
贫对象及脱贫措施，真抓实干，加强力度，确
保每年的脱贫目标实现。
利用法院优势依法维护好弱势群体的合
法权益。依法审理好涉及农村低保户、困难
户及有关移民搬迁、扶贫款、救济金发放等行
政诉讼案件；加强土地承包纠纷案件审判，依
法妥善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案件，保护和
规范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挥审判职能，依
法惩治涉及扶贫工作的各类犯罪；加强巡回

审判，
为贫困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诉讼服务。
抓好两委班子建设。法院通过院派驻村
干部，加强所在村两委班子建设。充分发挥
好两委班子的先锋模范作用及领头作用，依
靠班子带动，调动困难户发家致富的积极性，
变被动为主动，实现尽早尽快脱贫。
发动富裕户带动困难户，变输血为造血。
积极发动当地富裕户带动困难户，
让困难户向
富裕户学习，学习他们的致富经验和致富门
路，
让富裕户向困难户传经送宝，
搞好传帮带。
强化重点监管。建立健全财政专项扶贫
资金预防监督机制，重点查办依法挪用扶贫
款物、失职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依法查处惠
农扶贫金管理及发放过程中导致的资金被骗
取、套取、挥霍等行为，确保扶贫资金规范使
用，
保障国家扶贫政策落实。

本报讯（通讯员 袁迎闯 张艳
君）西华县法院自开展“雷霆”执行
行动以来，不断加大执行力度，严厉
打击老赖，让老赖无心可安，无路可
逃, 为 建 设 法 治 西 华 不 断 攻 坚 克
难。8 月 28 日、29 日，在该院执行局
局长来洪森运筹帷幄下，该院执行
二庭放弃周末双休，多方监控，四处
布网，接连解决三桩“头疼”的执行
案件，打了一场执行漂亮仗。
态度蛮横拒不履行，法院拘留
变成软蛋。徐某和申请执行徐某全
健康权纠纷一案，该案于 2016 年 7
月 18 日立案执行，向被执行人徐某
全送达执行通知书时，徐某全态度
恶劣，对法院执行有很大的抵触情
绪，执行人员多次做其思想工作始
终不愿自动履行。
法院执法彰显人文，融化冰心
愿意偿还。张某某于 2016 年 7 月
22 日申请执行马某某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案件标的 39 万元。执行人
员向被执行人马某某送达执行通知
书后，马某某以经济困难、身体有
病、无力偿还为由，拒不按生效法律
文书确定的义务履行。
撞伤他人不予赔偿，布下天网
看你哪跑。张某雷申请执行杨某超
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于
2016 年 6 月 7 日立案执行后，执行
二庭依法向被执行人杨某超送达了
执行通知书，但杨某超一直逃避执
行，不接受法院传唤。执行局决定
以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严厉打击。

